
0808 华商故事 责编：张 红 邮箱：guojihwb@126.com

2018年5月10日 星期四2018年5月10日 星期四

从发展成就、发展诉求、发展理念三个维度来
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了新时代。在新的时
代，广大百姓最关注的问题仍然是社会公平问题。所
以，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完善以税收、社会保障、转
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维护社会公
平正义，解决好收入差距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
平惠及全体人民是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人面临的重任。

——意大利中国总商会会长陈正溪

近年来，中国的发展确实太快了。只有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体制下，我们才能做成大事、快事。近两
年来中国自主研发进步迅速，如航母、载人航天等领
域取得重大突破；武装部队实力进一步提升等。这些
成就真是振奋人心。

——泰国正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马剑波

在机构改革中，几十个部门和机构进行了重组和
改革，比如撤除国务院侨办，未来的侨务工作由中共
中央统战部统一管理。从这点来看，政府将国家统
一、安定团结提高了一个级别。这也更凸显了中国和
平统一工作的重要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开启新征
程，走进新时代。

——南非环球广域传媒集团董事长南庚戌

中国正在由制造业为主转化为服务业为主，蓝领
经济会变为白领经济，这个过程中基于高科技的现代
服务业将进入春天。

——赛伯乐公司董事长创始人朱敏

小笼包的模样在众人眼里可能毫不
稀奇，但一个出生在美国的华裔女孩却
把它变成超级可爱的卡通图像，希望打
造一个像日本凯蒂猫一样闻名世界的国
际品牌，把粤式点心推广到全世界。

美食卡通化别出心裁

在美国出生的华裔女孩古雅莉两年
前自己创业成立公司“百万挑一的馄
饨”，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自己设计粤式
点心卡通图案，制作各种文具用品，如
卡片、钥匙环、透明胶带、T-恤衫、手
机套等，每个产品上都有点心卡通形
象。这些卡通图案设计得非常简洁，非
常可爱温馨，每个卡通代表虾饺、烧
麦、馄饨、小笼包、奶黄包、菠萝包、
叉烧包等，都是粤式点心的常见食品，
每个卡通都很形象生动，又各具特色。

古雅莉的爸爸 30 多年前从广州来到
美国，在华埠福临门餐厅当经理，小时
候家人经常去吃粤式点心，于是她萌发
了把点心做成卡通的想法。她表示，很
多华人对点心很熟悉，希望通过这些卡
通勾起他们对家庭和朋友一起团聚的美
好记忆。

哥大学霸辞职开公司

出生于 1988 年的古雅莉从小就是个
学霸，小时候读天才班，高中读史岱文
森，后来考入名校哥伦比亚大学。毕业
后她从事市场营销，曾经被一家营销杂
志评为“30 位 30 岁以下的优秀营销主
管”。在自己创业之前，她在技术公司做
网站设计。

今年4月古雅莉辞去工作，全身心投

入经营自己的公司。谈到创业的挑战
时，她表示，自己习惯于什么事都要亲
力亲为，现在雇了一名助理帮忙，自己
把更多时间投入到设计中。目前古雅莉
设计的产品主要在公司网站上销售，也
在纽约珠江百货商店、华人博物馆礼品
店售卖。由于产品新颖有创意，很快吸
引了一批粉丝，尤其在她全职投入后，
生意增加了很多。

借助社交媒体推销产品

古雅莉的营销方式也很别出心裁，
她会举办活动把消费者带入到现实生活
中来体验产品。她曾经与华埠共同发展
机构合作举办一个街坊节，之前她通过
脸书和电子邮件发布消息，邀请粉丝来
参加活动，总共来了 80 人。当天早上他
们先在福临门吃点心，然后每个人走访
华埠 8 家餐厅，从那里收集点心明信片，

最后来到华埠多也街参加街坊节，每个
人把收集的明信片交给主办方，便可拿
到一张抽奖票。

华埠共同发展机构行政总监陈作舟
说，当天的活动很成功，吸引了很多游
客。多也街是华埠一条古老街道，每个
周末都举行系列活动，这次与“百万挑
一的馄饨”合作是系列活动之一。

计划做成国际品牌

古雅莉表示，她今后的计划是把点
心卡通做成像凯蒂猫那样的国际品牌，
把点心介绍给全世界，同时希望大家到
华埠支持小商家。

古雅莉的母亲古坚红表示，女儿从
小喜欢吃点心，她受点心启发做出这些
卡通，希望通过这些可爱的卡通把中国
美食文化介绍给外国人。

（来源：美国《侨报》）

亲历中国改革开放

冯雅迪 1950 年出生在温州市平阳
县，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他移居巴拿
马，后来加入巴拿马籍，在巴拿马科隆
自由贸易区从事中国产品的批发生意。

第 一 次 参 加 广 交 会 时 ， 那 是 1974
年，当时，24 岁的他以“来宾”的身份
参加了第35届广交会。

“那时候，广交会展期是一个月，过
了时间就没有饭吃，不像现在会展场馆
内饮食供应这么充沛、丰富。”冯雅迪回
忆说，当时，住宿也没有现在这么多选
择。“那时，广州第一家，也只有这一家
五星级宾馆——东方宾馆，就算你掏得

起钱，也不一定能住得上，而现在各种
各样、各种档次的宾馆饭店太多了。”他
说。除此之外，人们的服饰也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广州几十年的变化。“80年代
初，广州街头的行人衣着仅有几种颜
色。那时你在大街上看到人的穿着不是
蓝的就是灰的，不是灰的就是绿的。”冯
雅迪感叹，如今，穿着色彩缤纷服饰的
广州人，已经开始挑剔国际品牌，把眼
光投向本土服装设计师的作品。

采访过程中，冯雅迪向记者展示了
一张1982年的外汇兑换券：“那时候我们
外商来参加广交会，要把钱换成外汇兑
换券才能在市面上买东西，否则就只能
到友谊商店去买。现在，不仅拿着钱想
买什么都可以，即使两手空空走在街头
也不用愁，因为就连小店都可以移动支

付，真是太方便了。”
冯雅迪回忆，他第一次来参加广交

会时，交通也远没有如今这么便利。“那
时没有直通车，我们从香港过来，到了
罗湖以后，下车走过罗湖桥，到了深圳
再坐车来到广州。”如今，外商要从外地
来广州，飞机、高铁、轻轨、地铁间几
乎无缝接驳。

40 多年间，从广州宾馆到流花路，
再到现在的琶洲，冯雅迪见证了广交会3
次展馆的迁址，每一次搬迁，都是广交
会在质和量上的升级，也是中国在对外
开放和国际贸易中地位的提升。“如今的
广交会跟以往相比真是翻天覆地的变
化，不仅规模更大，来自世界各地的人
更多，很多外国人都是冲着不少中国在
世界上享有盛誉的品牌来的。所以，透过
广交会，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更加开放的姿
态和中国制造的崛起。”冯雅迪表示。

为中巴交流奔走

“我是游子，我有一颗‘中国心’。”
冯雅迪在采访过程中多次对笔者说。

多年来，他一直牵挂着祖国的发
展。“我们很多海外的华侨华人，为了生

活拼搏，手脚都停不下来，因为我们知
道，自己不努力奋斗就是给华人丢脸。
同时，只要祖国好，我们心情就好，脸
上就有光。所以每次来到广交会，我心
里都很激动，因为改革开放的广州处处
都是高楼大厦，大家脸上都有笑容，这
样的场景，让每一个华人都感到自豪。”
冯雅迪说。

冯雅迪曾任巴拿马驻中国贸易发展
办事处副代表长达 10 年，为了促进中国
和巴拿马之间的经贸往来，他促成了中
国和巴拿马互相成立办事处，搭建起交
流平台。2017 年 6 月巴拿马和中国建交，
让他备受鼓舞。

“中巴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对
两国的商业贸易十分有利，对在外华侨
的发展也很有帮助。”冯雅迪表示。

为此，今年 68 岁的冯雅迪依然努力
用自己巴拿马科隆自由贸易区华商总会
会长的影响力，积极为中国企业赴巴拿
马投资创造条件。“中国有将近 14 亿人
口，这么大的进出口市场，科隆自贸区
是免税的，我希望中国的企业能利用巴
拿马作为一个转途中心，赴全球投资，
华商总会在这一过程中愿扮演义不容辞
的沟通角色。”冯雅迪表示。

（来源：新华网）

巴拿马中华总会会长冯雅迪：

参加88届广交会 奉献一颗“中国心”
张朝华 卢 鉴

巴拿马中华总会会长冯雅迪：

参加88届广交会 奉献一颗“中国心”
张朝华 卢 鉴

“44年，连续 88届广交会，我每届

都来，广交会就像连着风筝的线，牵动

着远在万里之外的巴拿马‘游子’的

心。”日前，在广交会期间，巴拿马中华

总会会长冯雅迪说。

图为冯雅迪接受采访。 黄璐璐摄

图为冯雅迪展示的他初期参加广交会时带的外汇兑换券。 黄璐璐摄

商 界 传 奇

粤式餐点卡通化

华裔女孩助中国美食“闯”世界
林 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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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实现转型升级，确实经历了阵痛，关停了很
多的工厂，产业调整也使得大量流动人口离开，影响
了一定的 GDP，但这样才吸引了吉利汽车这样的企业
来到义乌设立发动机公司，引导义乌实现科技产业升
级。如能结合义乌本身的市场积累和跨境电商的优
势，把义乌产品从小商品向高技术含量产品转变，义
乌一定能发展得更好！

——智利义乌海外企业联合会会长王雪琰

父亲曾强调过两个经营原则：一是不能单靠个人
的力量经营银行。所以你要学会选择人才，并对你的
员工充满信心和信任，尽可能让员工有充分的自由空
间去履行和发挥他们的工作才干，这是我父亲创办大
华时的座右铭。第二，公司的利益和个人利益必须划
分清楚。你必须对客户存在银行的钱负责，必须确保
不会把银行的钱用在个人身上。这是我在多年的工作
中一直遵循的。

——新加坡大华银行集团荣誉主席兼顾问黄祖耀

“和”与“合”是深深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两个
处世原则与行为标准。“和”意味着“和平”、“和谐”
与“祥和”，“合”意味着“合作”、“融合”与“结合”。“和
合”是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亦是经商之道。

——印度尼西亚隆丰集团董事长麦培满

华商谈经商之道

图为古雅莉 （前左2） 和妈妈及朋友。 林 菁摄

商 机 商 讯

近日，江苏省海外交流协会秘书长张月山
带领部分侨商和媒体界人士，来宜调研文化创意
产业发展情况，宜兴市侨办主任周陶陪同调研。

调研组一行首先参加了第二届中国宜兴旗
袍文创节，该活动是宜兴港资企业雪竹公司承
办的文创活动。调研组对雪竹公司将特色经济
和传统产业有机融合所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

希望雪竹公司继续打响“宜兴旗袍文创节”这
一节庆品牌，推动旗袍文化乃至产业的进一步
发展。

张月山表示省海外交流协会一定会发挥海
外资源优势，为传统文化走出国门创造更好条
件，共同为推动文化交流发挥更大的作用。

（来源：中国侨网）

江苏侨商赴宜兴调研

5月 10日-14日，第十四届中国
（深圳） 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
在深圳举行。今年文博会期间将继续
打好“侨”牌，邀请100多名海外侨
领侨商和华文媒体代表来深访问，并
在此期间召开市海外交流协会理事
会会议、举办第四届侨交会新闻发
布会等系列活动，进一步推介创新
创业的深圳，借海外华媒为传播深
圳“好声音”助力，为深圳引智引
资助力。

此举进一步加强了海外各界与深
圳的联系，搭建了海内外交流合作平
台，有助于让海外侨胞深入了解中国
和深圳文化产业发展的最新成果，共
同创造新机遇拓展文化产业和经济贸
易，助力深圳国际化建设。

深圳借文博会助力引智引资深圳借文博会助力引智引资

图为代表们聚精会神地听现场工作人员讲解。
（来源：深圳侨报）

多米尼加当地时间 4 月 30 日宣布与中国建
交后，驻多米尼加的中资企业代表纷纷表示，
多米尼加市场潜力巨大，中多建交对双方企业
都是新机遇。

中国电建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厄瓜多尔
分公司总经理、多米尼加市场分管负责人刘爱

生认为，中多建交会为中国的资金和技术进入
多米尼加提供更多便利，但双方还需要磨合沟
通，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寻求更多合作。他
说，目前多米尼加在电力方面有巨大的需求，
未来双方在电力建设方面的合作潜力无限。

（来源：新华网）

中资企业看好多米尼加市场


